
 
 
 
 
 
 
 
 
 
 
 
 
 
 
 
 
 
 
 
 
 
 
 
 
 
 
 
 
 
 
 
 
 
 
 
 
 
 
 
 
 
 
 
 
 
 
 
 
 
 
 
 
 
 
 

 
 
 
 
 
 
 
 
 
 
 
 
 
 
 
 
 
 
 
 
 
 
 
 
 
 
 
 
 
 
 
 
 
 
 
 
 
 
 
 
 
 
 
 
 
 
 
 
 
 
 
 
 
 
 

國際扶輪3490 地區2013~2014 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扶輪社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103年5月4日【星期日】下午五時 
二、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鶯歌扶輪社社長：黃中義Amory、土城扶輪社社長：黃烏皮Sugar。 

紀錄：鶯歌扶輪社秘書：徐建榮Mark、土城扶輪社秘書：張清風Cable。 
六、鶯歌扶輪社社長Amory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鶯歌扶輪社社長：Amory致詞： 

共同主席Sugar社長，助理總監Smart、地區副秘書Helen、地區副秘書Tea、
13-14團隊、14-15團隊大家好，今天很熱鬧，恭喜我們都蛻變了、今天是世代
的交替象徵，我們要交棒了，扶輪是大家一起耕耘的地方，希望我們在這個園
地都有所收穫有所成長，恭喜13-14圓滿達成各項目標，也祝福14-15接替順利，
最後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 

<二>主辦社土城扶輪社社長：Sugar致詞： 
         共同主席、各位扶輪領導人大家好，今天有二個議題請大家充份討論，祝

福14-15團隊更強更棒。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四分區助理總監A.G.Smart致詞： 

共同主席、13-14、14-15團隊大家好，今天很輕鬆愉快，我們的年度即將結
束接下來要怎麼聯誼，在等一下的會議中大家共同討論，希望都有很好的傳承。
光耀扶輪是明年臺灣扶輪最重要的一年，希望各位一起來光耀扶輪。 

<二>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D.V.S.Helen致詞： 
在座各位扶輪領導人大家好，又到鳳凰花開、驪歌升起時也是扶輪的交替時

光，團結力量大，希望四七分區領導人秉持扶輪精神，有更凸出的表現。祝福各
位扶運昌隆、身心愉快。 

<三>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D.V.S.Tea致詞： 
各位扶輪領導人，助理總監Tea因身體不適無法參加本次會議，本人Tea也代

表A.G.Tea在此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2013-2014年度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扶輪社長秘書聯誼會舉辦型式以及第一

次聯誼會舉辦日期，提請討論。 
說  明：1.【團隊名稱】2.【分組】3.【費用】4.【聯誼方式】5.【應酬公約】 
決  議：團隊名稱：一生一世四七分區社長秘書聯誼會。費用：每年陸仟元，單身參

仟元；聯誼方式：一年二次一次餐敘，一次旅遊（旅遊人數須達團隊人員報
名人數過1/2以上才可成行）；第一次餐敘訂於103年8月19日（星期二）由助
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宴請，地點另行通知。應酬公約：現任秘書榮任社長時
團隊以基金支出致贈壹萬元內之紀念品以示祝賀，其他細節待下次聯誼討論
訂定。 

案由二：新北市第四七分區十扶輪社2014-2015年度主辦社長、秘書聯誼會之順序，
提請討論。 

說  明：爰往例由地區副秘書社(大漢溪社、土城山櫻社)主辦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
會；助理總監社(樹林芳園、土城中央社)主辦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決  議：2014-2015年度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訂103年7月19日（星期六）上午十一
時假上海銀鳳樓舉行；第二次主辦社：新北市和平社、三峽社、三峽北大菁
英社，暫定103年10月份舉行；第三次主辦社：樹林社、鶯歌社、新北市福
利旺社、土城社，暫定104年1月份舉行。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活動報告：無 
十二、散會：下午六時由土城扶輪社社長 Sugar 宣佈散會。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七屆五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5 月 15 日 
主席：蔡木春 社長 
紀錄：彭國忠 秘書 
出席理事：蔡木春 彭國忠 張茂蓮 陳水生 許松祥 江顯皎 蔡清泉 楊大中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六屆二~四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本社 P.P.Jeff、社友 Benjamine、Justin、Water 四位由於工作繁忙

無法繼續參加本社，申請退社，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是否全員參加 6 月 17 日(星期二)北大菁英扶輪社創社授證紀念慶

典，當日費用授證禮金及餐費皆由本社支付，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除往來公約之禮金一萬元外，另請社友與寶眷自由報名參加，參加人 
        員每人支付禮金 1,000 元以恭賀新社之成立。 
第四案：本社第十七屆各項服務優良獎名單，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各獎項及受獎人名單詳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社是否贊助 6 月 8 日(星期日)心連心關懷糖友園遊會活動一萬元經 
        費，提請理事們討論。(提案人：方欽瑩 社友) 
決  議：照案通過，另本社參與及贊助之活動須先提請理事會通過後方可掛名 
        參與。 
 



 
 
 
 
 

 
 

 
 

 
 
  例會事項報告      5 月 1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5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7 名         
缺席人數:…………24 名                     

    出 席 率:…………68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rchi、Barcode、Bearing、 
      Chef、Civil、CNC、Jeff、Machine、 
      Manpower、Michael、Justin、 
      Water、Pin Jer、Whole、Page、 
      Aircon、Sam、Benjamin、Money、 
      Ricky、Stanless、John、Agent、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LED、Media、Paul、Thermo、Tim、 
Roman                               

四、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 補出席社友                            
Auto、Blower、House、All Line、 
Risen、Branding                       

六、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吳家鴻 先生       講師 
     黃鼎發 先生       本社 
     C.P.Amy      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ina 秘書   北大菁英扶輪社      
     Cherry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Michael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House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Po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Christine 執祕北大菁英扶輪社 
     RTN.Joao      Dois Vizinhos 
     Lindia         Integracao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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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9898989333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六時三十分整，由社長 Spr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David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吳家鴻 先生，

接下來歡迎蒞臨貴賓：RYE Inbound 學生 Marco 父母：D4640 Rotary Club of Dois 
Vizinhos Integracao JOAO & LIDIA、北大菁英扶輪社 C.P.Amy、秘書 Serina、社
友 Cherry、House、Po、Michael、執行祕書 Christine、玖旺貿易(股)公司  

   黃鼎發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Quba 社友、Justin 社友、Jaysjinnet 社友夫人鄭雲雲小姐，祝福您 
     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P.P.Scuba 與李秋樑夫人結婚 38 週年紀念、P.P.Blower 與錡玉色夫 
     人結婚 35 週年紀念、Wine 社友與汪如男夫人結婚 21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 
     美滿！ 
� 秘書報告由本社 Impor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ysjinnet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18,000 元！紅

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3,000 2. C.P.Yico 2,000 
3. P.P.Scuba 1,000 4. S.Importer 1,000 
5. P.E.Chiang Ji 2,000 6. P.N.Land 1,000 
7. 社友 House 1,000 8. 社友 Jaysjinnet 1,000 
9. 社友 Quba 1,000 10. 社友 Wine 1,000 
11. 社友 Bed 1,000 12. 社友 Banker 2,000 
13. 社友 Andy 1,000    

小計：18,000 元 

承上期：679,300 元 

 

                                                                                              社長：蔡木春 Spring  秘書：彭國忠 Importer  糾察主委：饒志敏 House  社刊主委：陳錫圭 Hoist 

本週節目 
講師：民視主播 王嘉琳小姐 

講題：螢光幕前.幕後- 

        新聞人的24小時 

現任：民視新聞 財經記者/兼任主播 

學經歷： 

※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輔口傳學系 

※ 中天新聞交通、醫療記者/財經房

產、車市記者 

※ 中天新聞氣象主播 

下週節目 
日期：5 月 29 日(星期四) 

講師：中華扶輪教育獎學生 鄧亙皓 

講題：研究專題介紹 

20134-15 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日期：5 月 24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10~下午 7:50 

地點：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飯店 

     (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15號) 

應出席人員： 

1415年度助理總監 P.P.Scuba 

1415年度社長當選人P.E.Chiang Ji 

1415年度秘書當選人S.E.Designer 

1415年度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Auto 

※ 以上參加人員請準時出席！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社內訊息社內訊息社內訊息社內訊息：：：：尚未繳交授證特刊全家尚未繳交授證特刊全家尚未繳交授證特刊全家尚未繳交授證特刊全家

福照片者之社友請盡快繳交以利福照片者之社友請盡快繳交以利福照片者之社友請盡快繳交以利福照片者之社友請盡快繳交以利特刊特刊特刊特刊

編印編印編印編印！！！！((((尚未繳名單尚未繳名單尚未繳名單尚未繳名單：：：：MoneyMoneyMoneyMoney、、、、PrinterPrinterPrinterPrinter、、、、

RickyRickyRickyRicky、、、、RisenRisenRisenRisen、、、、JamesJamesJamesJames、、、、BankerBankerBankerBanker、、、、HealthHealthHealthHealth、、、、

BrandingBrandingBrandingBranding、、、、John)John)John)John)    

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祝福您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Ricky 社友夫人吳咸叔小姐(65.05.23)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結婚週年快樂    

社長 Spring 與褚阿杏夫人結婚 34 週年紀念(69.05.24) 

社友 Designer 與洪美繁夫人結婚 34 週年紀念(69.05.25) 

社友 Life 與蕭惠敏夫人結婚 20 週年紀念(83.05.28) 


